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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劳动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它
可以在培养劳动习惯、劳动技能和劳动情感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劳动对自身和社会的价值。现
在,各中学对劳动教育的认知和实践路径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为了充分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进行深入
的分析,探索可行性改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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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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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labor education is indispensabl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It can guide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labor to themselves and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labor habits, labor skills and labor emotions.
Now,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In order
to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reality, we need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ore a feasible improvement
path.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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